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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桥岗信号灯恢复运行

本报讯 (闫长春 ) 5月8日，荣

成交警大队设施中队恢复文化桥工
商银行岗交通信号灯运行。前期因道
路改造，中队撤除了工商银行岗路口
的所有交通设施。为确保道路安全，
中队随时跟进工程进度，对已开通的
工商银行岗灯控设施进行回迁，取保
及时投入使用。

开展校车应急演练
本报讯 (闫长春 ) 5月8日，荣成

交警五中队民警走进崖西十一中学，
围绕“行动起来，减轻身边的灾害风
险”主题，开展校车应急疏散演练活
动。

交警加入阳光乐园志愿队

本报讯 (闫长春 ) 5月6日，荣

成交警三中队民警参加了荣成教育
阳光乐园志愿者团队揭牌仪式。该团
队是为务工子女提供健康成长的乐
园，是指导、引领学生在社团活动中
学会适应、交往的重要平台。民警将
定期参加学校的志愿活动，为务工子
女进行讲座培训。

民警护航“健步走”
本报讯(闫长春) 5月5日，全民健

步走活动在荣成市樱花湖体育公园举
行。为确保道路交通畅通有序，当天上
午，荣成交警大队民警提前到达现场，
维持停车秩序、疏导途经车辆并做好
参与者的护送及交通安全疏导工作。

违法运输危化品被查
本报讯 (闫长春) 5月15日，荣成

交警一中队民警检查发现，一辆面包

车内装载有两个氧气罐和一个液化
气罐，但驾驶员未取得从业资格证从
事危化品运输，且该车无危化品道路
运输许可证。当场，民警对运输危化
品未悬挂警示标志的行为进行了处
罚，对于其他无资质违法行为，则移
交至相关部门处理。

车管所查获非法拼装车
本报讯 (闫长春 ) 5月2日，荣成

交警大队车管所民警在为一辆轿车
办理转移登记业务时，发现车体的
车辆识别代号与车辆行驶证的车辆
识别代码不符。经查，该车2014年发
生交通事故，损失较重，车主从浙江
买回一辆同款车，将自已事故车的
发动机移至该车上，并将原车识别
代号切割焊接进行非法拼装。当场，
工作人员扣留该车，并移交有关部门
处理。

民警进学校讲安全
本报讯 (闫长春 ) 为进一步加

强学生交通安全宣传工作，5月4日，
荣成交警大队民警走进石岛实验中
学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活动，告知中
学生们要自觉遵守交通法规，自觉
抵制交通违法，安全文明参与交通。

查处一辆非法运输车
本报讯 (闫长春 ) 5月2日，荣成

交警大队民警在南山路造纸西岗执
勤时，发现一辆载有鞭炮的货车。经
查，该驾驶员没有道路危险货物运输
资格证明，民警随即将车辆扣留，移
交治安大队处理。

民警加班办理驾考业务
本报讯 (闫长春 ) 当前正值报考

驾驶证高峰期。五一假期，荣成交警
大队车管所抽调专人，加班加点为
120余名学员办理了相关手续。

开展警务实战培训
本报讯 (闫长春 ) 荣成交警为进

一步强化执勤民警、辅警的实战理
念，提高警务技能水平，做好应急突

发事件的应战能力。4月28日，警务实
战教官对防卫与控制、小组协同作战
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了讲解和指导，通
过手把手教学，面对面沟通，切实提
升综合应急反应能力和整体作战能
力。

圆满完成“荣马”安保工作
本报讯 (闫长春 ) 4月 2 9日，荣

成滨海国际马拉松赛鸣枪开跑。荣
成交警大队全体执勤民警提前到达
执勤地点，对所到比赛集结点路段
的滞留社会车辆及时清理，确保所
经比赛路段秩序良好，无障碍。最终
圆满完成了此次赛事的交通安保工
作。

交通安全课进幼儿园
本报讯 (闫长春 ) 为提高幼儿交

通安全意识，5月8日，荣成交警大队民
警走进成山镇小天鹅幼儿园开展交通
安全教育活动，为幼儿园小朋友讲解
交通安全知识，并带领小朋友亲身实
践，达到从小提高小朋友交通安全意
识的目的。

联合检查危化品企业
本报讯 (闫长春 ) 为进一步加强

重点危化品运输企业源头监管力度，
5月8日，荣成交警与交通局、安监局
等多部门联合检查了四家单位的危
化品运输车辆，确保从源头上管控危
化品运输企业。

开展抗灾减灾演练活动
本报讯 (闫长春 ) 为进一步增

强安全防范意识，提高学生的逃生
自救能力，5月8日，荣成交警大队民
警走进荣成市第二实验小学，开展
交 通 安 全 宣 传 和 应 急 疏 散 演 练 活
动，让学生们真正做到“知危险 会
避险”。

做好重点企业监管工作
本报讯 (闫长春 ) 为进一步加

强 重 点 运 输 企 业 源 头 监 管 力 度 ，5
月 1 0日，荣成交警三中队民警深入

辖区重点运输企业走访约谈，对存
在违法未处理、车辆逾期未检验的
车辆下发了隐患整改通知书，责令
企业立即整改，并做好相关后续工
作。

民警走进集市开展宣传
本报讯 (闫长春) 5月10日，荣成

交警大队民警深入崂山集市开展交通

安全宣传活动，向沿街商铺及赶集群

众发放宣传资料，并就群众咨询的燃

油助力车、老年代步车等相关问题给

予了解答。

雨天疏导保畅通
本报讯 (闫长春 ) 5月 1 1日，荣

成普降小雨，正值石岛管理区牧云

路道路整修期间，庞大的车流给石

岛 老 城 区 的 交 通 管 理 工 作 带 来 考

验。为了确保道路的有序畅通，交警

二中队全体民警、辅警坚守岗位，冒

雨对车流进行指挥疏导，并配合市

政部门对整修路段间隔进行交通管

制，确保车辆安全顺利通行。

走进客运企业

宣传交通安全
本报讯(闫长春) 为进一步做好重

点客运企业交通安全宣传工作，5月14

日，荣成交警大队民警走进石岛公交公

司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活动。引导公交车

驾驶员要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安全文明

出行。

一中队用心护学获赞
本报讯 (姜燕 ) 荣成蜊江中学

老师写来感谢信，表扬荣成交警一

中队民警和辅警用心、用情护学，只

要发现有困难的家长或学生，都会

伸出援手。多年来，一中队按照“定

时、定人、定岗”原则，做到交警助学

与学生上学、放学同步，科学安排警

力在学校门前维护交通秩序。

偷偷到到33件件衣衣服服不不甘甘心心，，他他又又回回来来
第第二二次次偷偷到到了了44件件衣衣服服，，但但被被户户主主当当场场抓抓获获

本报威海5月16日讯(记
者 孙丽娟 通讯员 杨
锐 ) 李某入室盗窃，实在
紧张以至于只拿了3件衣服
就仓皇逃离。李某越想越不
甘心，自我反思应该仔细翻
找值钱财物，于是再次返
回，这一次只偷到4件衣服。
就在他准备翻墙而逃时，户
主赶回将其当场抓获。

5月11日17时， 荣成

人和镇某村居民韩女士回
家，发现家中有被翻动痕
迹，怀疑遭遇入室盗窃，随
即报警。

人和边防派出所民警
赶到现场，得知韩女士丢了
三件女式衣物，未发现其他
有价值的线索。勘完现场，
民警去附近调取监控录像，
就 在 民 警 调 取 监 控 录 像
时，19时许，韩女士再次报

警，称在家中抓到一小偷。
民警迅速赶往现场，

控制住嫌疑人李某。
李某交代，自己第一

次潜入韩女士家中，内心
十分紧张，随手拿了三件
衣服就匆匆离去。过了一
个多小时，李某越想越觉
得自己太亏了，“没弄到值
钱的”，总结认为应该仔细
搜查一番。

出于这种心理，李某再
次返回韩女士家中，这一次
他仔细翻找仍未找到值钱
的东西，只好又盗走了四件
衣服。就在李某把衣服扔出
墙外，自己随后翻墙时，被
正好赶到家中的韩女士和
亲戚当场撞见。

因涉嫌盗窃罪，李某
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
进一步审理。

驾照在老家被注销，到外地敢大胆开车
本报威海5月16日讯(记

者 孙丽娟 通讯员 宫文
灵 钟亮) 安徽人殷某的
驾驶证在老家被注销，来到
乳山，他觉得没人知道这个
事，就无证驾车外出游玩，途
中被查。

日前，乳山交警在银滩

长江路西路段执勤，一辆由
东向西行驶的黑色小型轿
车在行经卡点时突然加速，
其反常行动引起民警的注
意。

停车后，驾驶员殷某表
示自己忘带驾驶证，但查询
发现他的驾驶证已被注销，

是无证驾驶。
经查，殷某是安徽人，目

前暂住乳山银滩。2013年9
月，殷某酒后驾车发生交通
事故，被安徽当地法院判处
有期徒刑1年零8个月，驾驶
证被注销，后来，殷某到乳
山，自认为驾驶证是在安徽

被注销的，在乳山开车就查
不出来。事发当天，殷某开车
出去游玩，半路遇到民警设
卡检查，自己的那份自信突
然没了，想加速离开。

依照有关道路交通法，
殷某被行政拘留15日、罚款
1000元。

速读
日前，荣成市第二十三中学开

展了感恩教育主题活动。同学们根
据各自制定的母亲节行动方案，开
展感恩行动，将美丽的礼物、温馨的
话语、体贴的行动等献给母亲。

王国花
今年5月12日是我国第十个防

灾减灾日。为做好防灾减灾工作，荣
成市公安局与教育局等多部门联合
开展增强防灾意识，减轻灾害风险
主题活动。当天，民警走进荣成市蜊
江中学、荣成市俚岛完小等学校，组
织学生开展防灾演练活动。

姜燕 于媛媛

汛期将至，12300立方米砂石料到位
本报威海5月16日讯(记

者 冯琳) 汛期将至，市政
处共储备砂、石料12300立方
米，锨、镐等防汛工具2500余
把，编织袋、麻袋、草袋总计
11万条，铁丝12600公斤，各
类挖掘机、装载机、运输车、

抽水机、发电机等60余台。
依据往年防汛经验，市

政部门3月初启动市区雨水
井、雨水管道、涵沟、入海口
等排水设施清淤及维修,对
海滨路、青岛路、文化路等10
余条易积水路段增设雨水

井、加装雨水管道，改善道路
排水状况。拉网式检查易积
水 路段、易发生冒溢路段、
中小学周边路段、重点企事
业周边路段检查井、雨水井。

目前，市政部门累计清
淤雨水斗、雨水井15289座；

沟涵清淤长度约11 . 2公里；
疏通雨水管道约58公里，共
完成清淤14686方。各区普遍
配备了300-400人的一线防
汛抢险队伍，及时补充防汛
物资、检修防汛车辆，保证防
汛物资、车辆足额到位。

环翠审计

强化监督乡村建设

本报 5月 1 6日讯 (通讯员 李

高阳 ) 为做好美丽乡村建设情况

专项审计工作，环翠区审计局紧紧

围绕全面建设美丽乡村的工作目

标，派出审计人员深入实地进行审

计。通过审查美丽乡村建设政策措

施的贯彻落实及资金使用情况，促

进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到实处，确保

美丽乡村专项资金精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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